
各国代表“群攻”美国单边主义
慕尼黑安全会议闭幕,促进国际合作倡导得到广泛支持

为期 3 天的第 55 届慕尼黑安全会

议 17 日在德国南部城市慕尼黑闭幕。

会议引发了全世界媒体的关注。 今年

的慕安会被称为 “史上最豪华” ———

来自全球政界 、 商界 、 学术界近 600

名高层级决策者和专家学者出席， 其

中包括近 40 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以及近百名部长级官员。 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

室主任杨洁篪应邀出席会议。

会议期间， 中国、 德国、 俄罗斯

等国家提出的维护多边主义、 促进国

际合作的倡导， 得到全球与会代表广

泛赞同和支持。

作为东道主， 德国总理默克尔 16

日的演讲颇受大家的关注。 默克尔在

演讲开始时， 提到了 2019 年是德国伟

大的地理学家亚历山大·洪堡诞辰 250

周年。 作为公认的近代地理学奠基人，

洪堡走遍了西欧、 北亚、 南北美， 出

版了 30 卷本的 《1799～1804 新大陆亚

热带区域旅行记》。 用这样一位具有国

际视野的著名地理学家开启自己的演

讲， 默克尔奠定了演讲中全球化和多

边主义的基调。 她对当前全球的单边

主义倾向发出警告， 呼吁国际合作应

对各种挑战， 并指责美国的贸易和安

全等政策。

默克尔在讲话中说， 二战后建立

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巨大的压力， 需要

进行改革， 但绝不应该打碎这个秩序。

本届慕安会提出世界正在变成一个

“全球拼图”， 而只有全球合作才能将

这个拼图拼上。

默克尔称赞中国在非洲的发展援

助， 她认为德国应该向中国学习相关

经验方法， 呼吁西方加大对非发展援

助， 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让非洲年轻

人看到希望， 从而从源头上解决全球

移民难民问题。

欧盟代表抨击美国关税
政策和军费摊派要求

在演讲中， 默克尔不止一次地直

面大西洋矛盾 。 在提及伊朗核问题

时， 默克尔表示， 以色列的存在对于

德国而言至关重要， 但是她并不认为

废除 《伊核协定》 能够促进以色列和

欧洲的安全。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

来， 一直威胁要对德国汽车征收惩罚

性关税。

而近期 ， 美国经济部长更是表

示 ， 德国汽车威胁了美国的国家安

全 。 对于这一指责 ，默克尔直接反击

道 ， “那些生产自美国南卡罗来纳州

的宝马车 ，是如何威胁到美国国家安

全的 ？ ”当然 ，尽管对特朗普政府颇有

微词 ，但是默克尔还是像以往一样再

次强调了跨大西洋关系以及北约发

挥的重要作用 。

在谈及俄罗斯问题时， 默克尔表

示， 能源问题上德国不希望自己过度

依赖俄罗斯， 但也不希望因为政治问

题把俄罗斯排除出欧洲市场。

尽管默克尔和其他欧盟领导人不

断强调北约对于彼此的重要性， 但似

乎无法阻止特朗普无休止地对于欧盟

各国特别是德国在军费支出上不足

2%的指责 。 这一话题依然成为本次

慕安会的重点之一 。 在会议开幕式

上， 德国国防部长冯德莱恩及英国国

防大臣威廉姆森就针对这一问题给出

了答案。

冯德莱恩表示， 在一个巨变的时

代，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枪匹马在国

际上获得成功， 所以每一个国家都在

寻求合作。 而德国致力于发展强大的

欧盟与北约伙伴关系， “伙伴关系让

我们变得更强大。” 德国认同北约对成

员国军费支出占 2%的要求 ， 但也要

讲求实际， 量力而行。 英国国防大臣

威廉姆森则表示， 欧洲国家增加军费

开支， “不是为了美国， 而是为了一

个更好的欧洲”。

彭斯强硬讲话遭欧洲盟
友“礼貌性”冷遇

对于默克尔的演讲， 德国严肃媒

体不吝溢美之词 。 《法兰克福汇报 》

称赞这是默克尔所有阐述德国对外政

策的演讲中最好的一篇 ， 坦率而直

击要点 ， 默克尔决定不再连任德国

总理让她卸下了担子。 《时代报》 则

生动地形容了会场内的情景： “默克

尔的演讲赢得了满堂彩， 而美国副总

统彭斯的演讲则仅仅获得了礼貌性的

掌声。”

彭斯的演讲确实让美国的欧洲盟

友们感到不悦。 演讲中彭斯再次要求

欧洲盟友在伊朗核问题上站在美国

一边 ， 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 ， 并指

出伊朗正在进行毁灭以色列的计划 。

他还再次声明美国反对北溪 2 号天

然气管道的项目 ， 认为这一项目将

彻底将欧洲置于俄罗斯的控制之下 。

美国对于北溪 2 号项目的反对由来

已久 ， 除了地缘政治的考虑外 ， 美

国希望欧洲更多地从自己这里购买

天然气 ， 而不是直接从俄罗斯进口 。

当然， 在彭斯的演讲中， 依然少不了

对于欧洲国家在军费支出上不足 2%

的指责 ， 他直言不讳地表示 “美国

没有办法保护所有人 ”。

此次慕尼黑安全会议的主题是危

机与冲突 、 “脱欧 ” 与民族主义 。 1

月 11 日， 慕尼黑安全会议的主办方照

例推出了新一期的 《慕尼黑安全报

告》， 这份报告指出世界正处于危机之

中， 而特朗普只会让局势变得更糟。

（本报慕尼黑 2 月 17 日专电）

因牙买加保姆的留S工作问题与
特朗”的移民政策“犯冲”

美国国务院 16 日发表一份声明说，

国务院发言人希瑟·诺尔特因 “个人原

因”， 放弃寻求担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

表一职。

国务院副发言人帕拉迪诺在这份声

明中表示， 诺尔特当天决定撤出美常驻

联合国代表一职的提名人选名单， 美国

总统特朗普晚些时候会提名新的人选。

诺尔特在声明中对特朗普和国务卿

蓬佩奥提名自己表示感谢， “但过去两

个月对我的家人来说非常煎熬”， 她出

于家庭因素做出这一决定。

蓬佩奥在声明中说， 诺尔特在国务

院工作期间的出色表现 “无与伦比 ”，

并强调 ， 诺尔特的决定是出于个人理

由， 他对此表示尊重。

诺尔特从 2017 年 4 月开始担任美

国国务院发言人， 其间还曾担任负责公

共外交和公共事务的代理副国务卿， 被

媒体称为国务院的 “四号人物”。

《华盛顿邮报》 称， 诺尔特辞职的

直接原因是涉嫌 “非法雇佣保姆”。 这

位来自牙买加的保姆过去十年来一直为

诺尔特一家工作， 诺尔特以现金支付其

工资， 但这位保姆被发现没有缴税。 报

道称 ， 虽然这位保姆拥有合法居住签

证， 但并不能在美国工作。 而诺尔特也

没有为她及时缴税。

诺尔特在得到美常驻联合国代表一

职的提名后 ， 曾与外交安全部门就保

姆事件进行过沟通 ， 被告知不会成为

其被提名的障碍 。 但鉴于特朗普本人

就移民问题的一贯立场， 这一点显然无

法过关。

去年 12 月 7 日， 特朗普宣布 “有

意提名” 诺尔特担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

表 ， 接替去年年底离职的妮基·黑利 ，

但尚未正式向参议院递交提名函， 原因

就是诺尔特的保姆问题。 美国媒体和国

会议员多次批评诺尔特担任国务院发言

人期间的表现显示她欠缺外交基础知识

和经验， 这将让她在联合国任职时面临

更大挑战。

出生于 1970 年的诺尔特此前一

直是位新闻人 ， 长期担任备受特朗普

青睐的福克斯电视网的记者和新闻

主播 。 2012 年起 ， 希瑟·诺尔特主持

福 克 斯 早 间 节 目 “福 克 斯 与 朋 友

们 ” ， 该节目是特朗普最喜欢的电视

节目之一 。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与美国媒体

关系普遍紧张。 因此白宫发言人的记者

会也经常剑拔弩张。 但诺尔特与媒体的

关系则比较融洽。 本报记者参加过诺尔

特的第一次招待会， 会后许多外国记者

纷纷要求与其合影， 诺尔特也始终面带

微笑予以配合。 只有一次， 她去年把同

盟国军队登陆法国诺曼底抗击纳粹德国

的占领 ， 称之为美德关系牢固的 “写

照”， 令人匪夷所思， 留下笑柄。

不过诺尔特在国务院火箭般的晋

升， 尤其是被特朗普属意常驻联合国代

表， 还是引起不少争议。 大部分人认为

诺尔特难以应付美国驻联合国代表这一

极具挑战的工作。 参院外委会民主党参

议员梅嫩德斯称，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

职责是 “传达其他人的意见”， 而 “从

美国角度， 在联合国领导世界” 完全是

另一回事。

不过支持者称 ， 前任常驻联合国

代表黑利除了先前担任南卡罗来纳州

州长 ， 同样没有多少外交和国际政治

经验。

CNN 报道称 ， 可能取代诺尔特的

人选包括美驻德国大使里克·格伦德尔、

美驻法国大使杰米·麦考特和美驻加拿

大大使凯利·克拉夫特。

（本报华盛顿 2 月 16 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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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华社里加 2 月 16 日电 （记者郭
群 李德萍） 拉脱维亚第三大移动运营

商 Bite 公司技术总监金茨·布滕斯日前

在里加对媒体表示 ， 鉴于安全检查结

果， 该公司将不会中断与中国华为公司

签订的 5G 网络合作协议。

布滕斯表示， 迄今移动网络安全监

控并没有发现任何风险。 该公司会定期

与独立专家开展网络安全审核， 也尚未

收到其他国际合作伙伴关于华为产品可

能给移动运营商的网络及其用户带来风

险的报告。

布滕斯指出： “我们计划测试市场

上所有可用的设备， 选择最好和最安全

设备的解决方案， 以便集成到网络并为

我们的客户提供服务。”

他补充说， 他确信华为会遵守国际

规范， 并对客户、 合作伙伴和全球社区

负责 ， “我们没有理由质疑华为的

诚意”。

拉脱维亚 Bite 公司是该国第三大

移动通信运营商。 2018 年 11 月， 这家

公司和华为签署了在拉脱维亚建设 5G

网络基础设施的合作谅解备忘录， 包括

2019 年在里加建设 5G 基站、 在拉脱维

亚全国发展窄带物联网等。

S国撤军叙利亚在即

本报讯 综合新华社消息， 美国总

统唐纳德·特朗普 16 日经由社交媒体向

欧洲国家喊话， 要求对方 “领回” 并审

理超过 800 名赴叙利亚加入极端主义组

织 “伊斯兰国” 的欧洲人。

驻叙利亚美军回撤在即， 与驻叙美

军协同打击 “伊斯兰国” 的叙利亚反政

府武装当天确认， 将很快宣告打击 “伊

斯兰国” 战事取得胜利。

特朗普 16 日晚在社交媒体 “推特”

发布多条留言， 催促欧洲国家 “领人”。

他写道： “美国要求英国、 法国、

德国和其他欧洲盟友接回超过 800 名我

们在叙利亚抓获的 ‘伊斯兰国’ 成员，

让他们接受法庭审理。”

法新社报道， 这批 “伊斯兰国” 成

员现在由叙反对派武装 “叙利亚民主

军” 扣押。

“叙利亚民主军 ” 16 日说 ， 正在

进攻 “伊斯兰国” 在叙利亚东部代尔祖

尔省的最后据点， 很快将赢得战事。 法

新社预期， 一旦美军撤出叙利亚， “伊

斯兰国 ” 外籍成员逃脱 “叙利亚民主

军” 控制的风险较高。

特朗普警告： “极端组织 ‘伊斯兰

国’ 将要覆灭， 这个组织的被捕成员如

果获释将可能渗入欧洲， 美国不希望看

到这一局面出现 。 （为在叙利亚打击

‘伊斯兰国’）， 我们做得太多， 付出太

多 。 该让别人做一些他们能做的事情

了。 百分百击败 ‘伊斯兰国’ 以后， 我

们就要撤离。”

特朗普去年12 月宣布将从叙利亚

撤出大约 2000 名美军 。 面对国内和

盟友的反对及忧虑 ， 特朗普多次重申

撤军决心 ， 只是至今没有发布撤军时

间表 。

特朗普提出上述要求前不久， 美国

副总统迈克·彭斯呼吁其他国家向叙利

亚派兵、 提供物资， 以帮助维护叙利亚

安全。

彭斯在德国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期

间告诉媒体记者： “为保障这一地区的

安全， 阻止 ‘伊斯兰国’ 和其他极端组

织兴起、 攻城略地， 我们要求其他国家

加入， 提供必要的人员和物资。”

美国国务院此前曾发表声明说， 以

美国为首的国际联盟和叙库尔德武装

主导的 “叙利亚民主军 ” 在打击 “伊

斯兰国 ” 的过程中 ， 共拘捕来自全球

几十个国家的数百名 “外国恐怖主义

武装分子”。

另据媒体报道， “叙利亚民主军”

目前共拘押超过 900 名外国武装人员和

逾四千名 “伊斯兰国” 成员的家属。 美

国去年 12 月 19 日宣布从叙利亚撤军之

后 ， 如何处理这些在押者让美方感到

“棘手”。 此外， “叙利亚民主军” 也已

表示， 可能无法在美国撤军后继续收押

他们。

按法新社的说法， 包括法国在内，

一些欧洲国家难以在短期内满足美方要

求， 接收 “伊斯兰国” 成员将在外交、

法律、 政治等层面面临挑战。

一名法国政府人士不满特朗普 “领

人” 提议， 说这一办法好像在说 “我们

要走了， 你们得留下”， 美方撤军决定

触发后果， “却让我们担负责任”。

致 11人死亡，15人受伤

G华社阿布贾 2 月 16 日电 （记者

郭骏） 尼日利亚警方 16 日说， 尼东北

部博尔诺州首府迈杜古里当天遭遇疑似

“博科圣地” 武装人员的袭击， 造成包

括袭击者在内的 11 人死亡。

博尔诺州警方负责人达米安·丘库

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电话采访时说， 武装

人员当天早晨潜入遇袭地区， 随后开枪

随意扫射民众， 3 名自杀式袭击者引爆

了身上的简易爆炸装置。

丘库说，袭击造成 8 名平民死亡，15

名伤者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 警方和安

全部队正在遇袭地区展开搜捕行动。

尼日利亚近日接连发生袭击事件。

15 日， 北部卡杜纳州多个村庄遭不明

身份武装人员袭击， 造成至少 66 人死

亡。 12 日晚， 博尔诺州州长车队遭武

装人员袭击， 至少 3 人死亡。

“博科圣地” 成立于 2004 年， 长

期活跃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地区。 该组织

2009 年以来频繁针对平民和军事目标

发动袭击， 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本报特派记者 赵海博

■本报驻华盛顿记者 张 松

”京和卢卡申科在索契举行会谈，两人会后表态用词微妙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

京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15 日在俄

南部城市索契举行会谈， 两国总统在会

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双方谈论了两

国在欧亚空间推进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前

景。 卢卡申科更是明确地称， 白俄罗斯

不反对与俄罗斯合为一体。 在两国一体

化的道路上， 明斯克愿意与莫斯科齐头

并进。

卢卡申科 ： 人民准备好
了吗？

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普京

虽没有直接谈及俄白一体化的具体事

宜， 但谈论了自己对 “独立” 的看法。

普京说 ： “世界上没有完全独立的国

家， 现代世界是相互依存的。 一个国家

无论大小， 都无法彻底独立。”

卢卡申科随后表示， “独立” 于他

而言是个相对的概念， 尽管白俄罗斯认

同一个国家的主权是神圣的， 但在俄白

两国一体化的过程中， 白方愿意依据俄

方的意愿将两国的力量、 国家和人民进

行一体化。 不过， 卢卡申科也表示， 这

将取决于两国人民的意愿， 如果两国人

民已经做好准备， 合并便是可行的， 如

果有一方未准备好， 合并就不能实现。

“不管俄罗斯多么强大， 都无法将意志

强加于其他国家。”

尽管卢卡申科的表述有所保留， 但

至少可以看出此次两人相谈甚欢， 这与

一个多月之前的俄白局势相比如 “冰火

两重天”。根据今年 1 月 1 日生效的俄罗

斯石油税改法案 ， 俄方将从今年起至

2024 年， 将石油出口税逐步调整为零，

并提高相同数额的石油开采税。 新的法

案一旦实施， 将给白俄罗斯造成巨大的

经济损失。当时卢卡申科极度不满，甚至

以退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欧亚经济联

盟作为威胁。 一个可以佐证的事实是，

12 月 29 日， 普京力邀卢卡申科一起打

冰球， 遭到后者拒绝。 但这一次， 卢卡

申科不仅携带儿子尼古拉和普京一起参

加了一场冰球友谊赛， 两人 13 日还在

索契的山地一起滑雪， 可见气氛愉快。

当然最为国际舆论关注的还是关于

两国一体化的具体内容 。 早有消息传

出， 自 2011 年开始， 普京就有意和白

俄罗斯进行 “深度一体化”。 乌克兰危

机中， 克里米亚事件及其巨大的溢出效

益给普京政权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红利，

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为俄白关系的未来发

展提供了一个“示范模板”。 2018 年底，

卢卡申科表示， 他收到了莫斯科方面的

“暗示”———俄罗斯希望借“深度一体化”

将白俄罗斯纳入到俄罗斯联邦之中。

不过， 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两

次否定了这一说法。

在政治红线前 “若即若离”

卡耐基莫斯科中心政治评论员阿尔

乔姆·施耐布曼在该中心发表的专栏文

章认为 ， 目前谈论两国合并是不现实

的。 尽管俄白同宗同源， 也有很大部分

白俄罗斯社会精英有着向往 “强大国

家” 的心态， 但一直以来， “加入俄罗

斯” 对白俄罗斯来讲还是一个颇为禁忌

的话题， 甚至是一条 “政治红线”。 究

其原因， 和俄罗斯一样， 独立 28 年以

来， 白俄罗斯已经形成了非常丰富的社

会结构， 其中， “白俄罗斯人” 的身份

认同占据社会的主流， 一项民调显示，

超过 60%的白俄罗斯人不会在俄罗斯

和欧洲之间选边站， “走中立道路， 平

等地与所有国家保持友好关系” 最能得

到人民的认同， 对政治家而言， 也是最

安全的选项。

就与俄罗斯一体化而言 ， 民调显

示， 七成左右的民众支持以当前速度和

水平稳步推进一体化进程， 只有不到两

成的民众愿意白俄罗斯 “牺牲主权” 与

俄进行 “深入融合”， 而谈及直接并入

俄罗斯， 成为后者的一部分， 则几乎没

有人赞同。

由此看来， 卢卡申科声称的 “合并

取决于两国人民的意愿” 才是重点， 以

“人民意志” 作为借口婉转地拒绝了俄

罗斯的要求。

华东师范大学白俄罗斯研究中心研

究员张严峻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 ：“和在石油税改问题上的强硬态度

不同，此次卢卡申科的‘服软’可以看作

是其惯用的迂回战术。 ”在张严峻看来，

卢卡申科对于两国关系的定位， 一直是

希望以利益需求和身份共识为基准，并

寻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点： 就像一对年

久失和的老夫妇， 当两国面对诸如西方

世界的威胁时，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价

值观和现实利益便会使他们团结起来；

但是关起门来，俄罗斯就又回到“他者”

的位置上。 “话术归话术，但政治红线卢

卡申科永远不会触碰。” 张严峻说。

■本报记者 刘 畅

德方表示对“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持积极态度，

愿同中方加强沟通，深化合作

据G华社德国慕尼黑 2 月 16 日
电 （记者朱晟 严锋 ） 当地时间 2

月 16 日，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慕尼黑

会见正在出席第 55 届慕尼黑安全会

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

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

默克尔表示， 德中是全方位战

略伙伴， 两国高层交往频繁 ， 各领

域友好合作成果丰硕 ， 在国际事务

中协调密切 。 德方对 “一带一路 ”

国际合作持积极态度 ， 愿同中方加

强沟通， 深化合作， 促进双方企业

和人民的利益。

杨洁篪表示 ， 中德作为亚欧大

陆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两个大国和世

界主要经济体， 应当保持战略定力

和双边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 。 双方

要通过优势互补做大共同利益的蛋

糕。 中方欢迎德方积极参与“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愿为包括德国企业在

内的外国企业继续提供公平透明的

投资环境， 希望德方也能够为中国

企业赴德投资和发展继续提供公平

的政策环境。

2 月 15 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现身索契冰球场同场

竞技。 视觉中国

2 月 16 日， 在德国慕尼黑， 德国总理默克尔 （中） 在慕安会会场。 G华社发


